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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提高卵泡发育质量的研究进展
庞清洋

连方

【摘要】

在导师连方主任的指导下，根据相关文献综述卵泡发育异常的中药治疗规律。并从中药

对卵泡发育异常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专病专方、中药配合其他疗法等方面进行了整理和归纳。
【关键词】

卵泡发育异常；不孕症；中药；辅助生殖

Research progresses on improving follicle improvement quality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ng Qingyang*, Lian Fang. *Students graduate 7 years of grade 2008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Lian F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Center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Ji'nan 250011, China; Email: f- lian@163.com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mbined with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Abstract】

Lianfang, the ru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bnormal follicular development was
studied.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pecial formula,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other therapy for abnormal follicular development were sorted
and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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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发育异常是指因卵巢功能不良，导致卵泡在生长

孙红和王祖龙［4］总结褚玉霞经验认为，本病肾虚为主。若

发育过程中生长速度、形态、大小及位置异常的临床表现，

肾阴亏虚，肾精不长，卵子失养；或肾阳不足，无力鼓动、

主要引起女性月经不调、不孕、流产等，临床主要依靠阴

转化，均可使卵子生长、成熟及排出障碍。蔡竞和吴克明［5］

式 B 超动态观察卵泡发育情况，结合月经周期综合分析判

认为，卵泡发育成熟、排出是以肾精充盛而滋养、肾气旺

断

［1］

。卵泡发育异常与排卵障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卵泡

盛而推动为前提条件的。
肝郁：庞保珍［6］认为，卵子的生长与排出与肝的疏

发育异常是导致排卵障碍的前因，排卵障碍是卵泡发育异

1.2

常的常见结局。卵泡发育异常属中医“无子”
“断续”
“不

泄功能有密切关系，卵子的排出必须借助肝的疏泄功能才

孕症”等范畴。中医治疗该病有一定优势。现将近年中药

能有规律的排出。马月香

治疗卵泡发育异常的文献归纳如下。

气机失调、血脉不畅，是阻碍卵子排出的重要病机。

［7］

1.3
1
1.1

血瘀：庞保珍和赵焕云

［ 8］

认为，活血可促进卵子的

生长、促进排卵、促进精卵的结合。

病因病机
肾虚：陆葳等

认为，肝失疏泄、肝气郁结、

［2］

总结傅友丰经验认为，肾虚血瘀是

本病的基本病机。张淑芬和张玉芬

［3］

认为，肾虚可引起卵

泡发育异常。即肾虚血亏为本，血瘀、湿热、痰浊等为标。

1.4

痰湿：庞保珍等

长和及时排出。闫宁

［9 ］

认为，痰湿可影响卵子的正常生

［10］

认为，肾虚血瘀为卵泡发育异常

的重要病机。将近代医家对于本病的病因分析归纳起来进
行分析认为，关键在于肾虚，以肾虚血瘀、肝郁肾虚、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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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两虚、痰湿阻滞等证型多见。

作者单位：250355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庞清洋（2008
级中医学 7 年制硕士研究生）］；250011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连方）
通信作者：连方，Email: f-lian@163.com

2

辨证论治
在《百灵妇科传真》中，作者将卵泡发育异常分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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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型，对肾阴亏损者，给予百灵育阴汤；血虚给予育阴补血

孕激素受体（PR）水平有关。申可佳和尤昭玲

汤；肾阳虚给予渗湿汤；肝郁气滞给予调肝理气汤（皆为

汤（熟地黄、生地黄、北沙参、石斛、山药、莲肉、桑葚

韩百灵临床经验方）11 。庞保珍

子、覆盆子、菟丝子、月季花、莲子心、肉苁蓉、甘草）

［

］

［6］

将卵泡发育异常分为 7

以护卵

型，根据不同分型给予相应药物。肾气虚给予自拟肾癸续

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并将其用于 IVF-ET 的辅助治疗，

嗣丹；肾阳虚给予自拟右归广嗣丹；肾阴虚给予自拟左归

能有效改善 IVF-ET 的成功率，且其为颗粒剂，患者服用

螽嗣丹；肝郁给予自拟开郁毓麟丹；脾虚用自拟济脾育嗣

方便，故在临床运用中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张宁

丹；血瘀用自拟逐瘀衍嗣丹；痰湿用自拟涤痰祈嗣丹。李

80 例大于 35 岁的女性，月经规律，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

祥云将卵泡发育异常分为 4 型：肾阴虚用清热固精汤加减；

提示输卵管通畅且配偶生殖功能正常。所有患者在月经第

肾阳虚用大补元煎加减；脾虚用固冲汤加减；肝郁气滞者，

2～4 天空腹抽血，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FSH、黄体生成素

用理气活血汤加减

［12］

［18］

收集

（LH）和雌二醇（E2）水平。ELISA 法测定血清 INHB（抑

。

制素 B）水平。补肾益精汤（菟丝子 15 g、枸杞子 15 g、
3

黄精 12 g、何首乌 g、女贞子 12 g、熟地黄 12g、山萸肉

专病专方
［1］

治疗卵泡发育异常，尤昭玲等 采用调泡六法：调泡、

12 g、当归 12 g、川芎 12 g、白芍 12 g、香附 12 g、甘草

［13］

6 g）治疗 2 个月经周期后，于月经第 2～4 天复查上述指

采用补肾中药补肾宁（菟丝子、当归、覆盆子、黄芪、山

标。结果，治疗后血清 FSH、FSH/LH 及 INHB 等均改

萸肉等），治疗肾虚型排卵障碍性不孕症患者，疗效高于

善，表明补肾益精汤可改善高龄不孕女性的卵巢功能，从

移泡、增泡、减泡、加速、减速进行治疗。时思毛等

［14］

克罗米芬治疗。连方等

将 66 例参加体外受精-胚胎移

而达到助孕的目的。

植（IVF-ET）周期的高龄不孕妇女分为中药组（二至天癸
方联合超排卵方案治疗 33 例）
、对照组（单用超排卵方案
治疗 33 例），结果，二至天癸方（女贞子、旱莲草、枸杞

4

中药配合其他疗法
［19］

范培等

将 60 例卵泡发育不良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

子、菟丝子、当归、白芍、川芎、熟地黄、制香附、炙甘

2 组各 30 例，治疗组予补肾活血法（菟丝子 20 g，紫石

草等）配合超排卵方案可明显减少促卵泡生成素（FSH）

英 15 g，续断、杜仲、鹿角霜、熟地黄、白芍、当归、

用量，提高卵巢反应、改善卵子质量、提高妊娠率，提示

川芎、桃仁、丹参、枸杞子各 10 g，甘草 6 g）联合热

其机理可能与二至天癸方改善卵巢反应性、提高雌激素水

敏灸治疗；对照组予克罗米芬口服治疗，2 组均治疗 3

平、协调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有关。连方等

［15］

将 60 例多

疗程观察疗效。结果：治疗组优势卵泡发育率、排卵率、

囊卵巢综合征（PCOS）不孕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30 例。

每周期卵泡成熟个数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2 组患者均以炔雌醇环丙孕酮预处理 3 个周期，第 4 个周

学意义（ P＜0.05）；治疗组排卵试纸阳性日内膜厚度、

期开始对照组给予克罗米酚＋注射用尿促性素；治疗组在

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宫颈黏液评分分别与对

此基础上口服二至调经颗粒（女贞子 15 g、墨旱莲 15 g、

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出现内膜

枸杞子 15 g、菟丝子 15 g、当归 12 g、白芍 12 g 等）。结

厚度＜7 mm、三线征阳性的周期数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果，二至调经颗粒组在提高肾虚型 PCOS 不孕患者的卵泡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 5 例妊娠，占

质量、妊娠率方面有良好的疗效。李勇生等

［16］

以养心育

9.3%；对照组 2 例妊娠，占 2.8%。结果提示补肾活血

肾颗粒（柏子仁 15 g、丹参 10 g、赤芍 10 g、白芍 10 g、

法联合热敏灸治疗卵泡发育不良不孕症，可改善患者宫

山药 15 g、山萸肉 10 g、熟地黄 15 g、蛇床子 10 g、菟丝

颈黏液性状、降低子宫动脉血流 RI，促进卵泡发育成熟

子 10 g、覆盆子 10 g、柴胡 6 g、钩藤 15 g、广郁金 10 g、

及子宫内膜生长，提高临床受孕率。张慧珍和张霄

党参 15 g、广木香 6 g）治疗卵泡发育不良型黄体功能不

认为，补肾疏肝养阴中药配合克罗米芬可从整体促进小

全性不孕，取得较好临床疗效，认为此作用可能与降低血

卵泡发育，临床疗效显著。滕桂珍等 ［ 21 ］ 研究提示，四

液黏稠度、调节激素水平及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ER）、

物汤联合枸橼酸氯米芬片可有效促进不孕症卵泡发育。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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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明蔚等 ［ 22 ］ 认为，温肾养血颗粒（仙灵脾、肉苁蓉、

5

讨论

鹿角霜、枸杞子、菟丝子、柴胡、香附、赤芍、生蒲黄、

卵泡发育异常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多数

鸡血藤、益母草、泽兰等）联合枸橼酸氯米芬可改善卵

学者认为，肾虚是导致卵泡发育异常的主要病机。本病纯

泡发育不良患者的中医证候，调节卵巢局部因子抑制素

虚纯实者少，虚中夹实者多，故多以肾虚为主，兼夹肝郁、

B、激活素 A、卵泡抑素表达，改善卵巢功能状态，调

瘀血、痰湿，治疗上多从肾论治，补肾与疏肝、活血、化

［ 23 ］

将多囊卵巢综合征胰

痰、宁心同用。中医药治疗不仅疗效好，不良反应少，而

岛素抵抗性不孕患者 45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

且远期疗效肯定。中西医结合治疗卵泡发育不良不失为有

组 23 例、对照组 22 例。对照组单用克罗米芬促排卵治

效途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偏重肾脏，对其他脏

疗，治疗组用二甲双胍联合中药补肾活血（菟丝子 20 g、

研究较少；研究偏重临床，基础研究开展较少，研究角度

川续断 10 g、桑寄生 20 g、杜仲 10 g、山萸肉 10 g、枸

较单一；研究专病专方多，辨证论治分型少；处方用药受

杞子 12 g、覆盆子 15 g、女贞子 15 g、熟地黄 10 g、当

西医约束的多，以中医理论，针对病机用药欠缺；缺少诊

归 10 g、白芍 10 g、桃仁 8 g、红花 8 g、川芎 10 g、丹

断标准，大部分采用自拟疗效标准；样本量少，没有统计

参 15 g）治疗，疗程为 3 个月经周期，比较 2 组用药后

学意义等，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影响了临床疗效评价，降低

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性激素水平变化以及排卵情况。

了可信度。

控卵泡发育。梁瑞伟和王小燕

结果，治疗组排卵率为 72.3%，妊娠率为 65.2%；对照

中医认为“天人合一”，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

组排卵率为 54.8%，妊娠率为 36.3%。治疗组胰岛素抵

自然、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因此在借助现代医学检测方法

抗状态明显改善，体质量指数、三酰甘油、胆固醇、胰

研究卵泡发育异常的同时，应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与临床

岛素值均较治疗前下降。结果提示，二甲双胍联合中药

密切结合，除开展生殖内分泌水平研究外，还应结合神经

补肾活血，可提高胰岛素抵抗导致卵泡发育迟缓不孕症

系统、免疫系统、受体水平、社会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等

的排卵率和妊娠率。傅友丰教授治疗卵泡发育不良采用

多领域进行探讨。随机双盲对照被公认为金标准，故应提

分期论治，补肾活血调周法以促进卵泡发育，提高卵子

倡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确立客观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标

质量。月经后期，采用滋肾养血和络法，方用归芍地黄

准，要有相应的客观指标，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应提高结论

汤加减；经间治以滋肾助阳、活血通络，方选杞红饮子

的可靠性，为科研提供理论依据，为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

加减；经前期养血补阳，毓麟珠加减；行经期宜活血通

卵泡发育异常找出方案。中医周期疗法须动态观察激素水

［ 2］

。尤昭玲经

平及卵泡变化情况，若以宫颈黏液检查、基础体温测量作

期调治主要针对原发痼疾，以调经除疾为治疗原则。一

为基本依据则适合临床需要。今后，中医治疗卵泡发育异

般以逍遥散为基础方加减，治疗引起卵泡发育异常的子

常若能围绕以上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疗效评价就更客观。

经，以利经血排泄，方选五味调经散加减

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多囊卵巢综合征、
［ 1］

近年来，女性推迟生育年龄、多次流产等，高龄妇女

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等 。非经期调治定位在脾肾，

寻求不育治疗的人数逐渐增加。而随着妇女年龄的增加，

治疗以护卵暖巢，宣散助排为原则，常用自拟护卵汤加

生育力逐渐下降。高龄妇女卵巢的储备卵泡数目明显下降，

减。刘红秀 ［ 24］ 对 67 例无排卵性不孕症患者，使用中药

卵子的质量、卵巢对促性腺激素的反应、种植率均呈下降

人工周期为主治疗。中药人工周期法：月经期（1～4 d）

趋势，自然流产率升高，女性的生育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

取益肾通经汤加减；增生早期（5～9 d）予以归芍地黄

而逐年下降，尤其是 35 岁以上的女性生育能力下降明显。

汤、二至地黄汤；增生晚期（10～14 d）方用促排卵汤

因此，研究高龄卵泡发育异常成为目前的重要课题。

加减；分泌期（15～25 d）用助孕汤。治疗 2 年内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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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药信息·
从毛鸡骨草中分离得到具有保肝作用的同分
异构体，Abrusamide A 和 B 作者从毛鸡骨草叶片

用甲醇/水梯度洗脱，得到红豆碱(15 mg)和色氨酸三甲基

中分离得到同分异构体，Abrusamide A and B，并通过细胞

在 50、100、200、400 g/ml 浓度时，化合物 1 和 2 可

增殖抑制试验评估了化合物 1 和化合物 2 的肝脏保护作用。

内盐(10 mg)。
以促进 L-02 细胞增殖，在浓度为 400 g/ml 时，化合物 1

毛鸡骨草干燥叶子(1 kg)，用水提取。提取物经真空

和 2 对 L-02 有弱的抑制作用，抑制率分别为 18%和 12%。

浓缩得到浓缩的水溶液(1 000 ml)。浓缩水溶液用 2 倍量

在 125、250、500 g/ml 浓度时，化合物 1 和 2 组的 L-02

的 95 %乙醇沉淀 24 h，真空浓缩得到水溶液(500 ml)，再

细胞存活率明显高于四氯化碳损伤组(P＜0.05)，化合物 1

依次经三氯甲烷、正丁醇分配层析，得到三氯甲烷(12 g)

和 2 在高浓度时细胞存活率高于联苯双酯对照组 (P ＜

和正丁醇提取物(80 g)及水溶液(180 g)。正丁醇提取物

0.05)，综上所述化合物 1 和 2 有很好的肝脏保护作用。

(80 g)经硅胶柱色谱分离，用三氯甲烷/正丁醇-甲醇洗脱，

化合物 1 为 Abrusamide A，白色无定型颗粒，[α]D ＋44.6

分别得到 Fr A 和 Fr B。Fr B(30 g)经聚酰胺柱色谱分离，
用水/乙醇-水/水(pH＝9)洗脱，分别得到 3 个部分 Fr B1～

(c＝0.086，甲醇)，分子式为 C36H34N2O10，分子量为 654。
20
化合物 2 为 Abrusamide B，淡棕色无定型颗粒，[α]D －32.5

B3。Fr B3(3 g)经反相 C18 硅胶柱色谱分离，用甲醇/水梯

(c＝0.081，甲醇)，分子式为 C36H34N2O10，分子量为 654。

20

度洗脱，用甲醇/水重结晶得到化合物 1(50 mg)、2(12 mg)

[Phytochemistry Letters,2014,7:137–142]

和 3(15 mg)。Fr B2(10 g)经反相 C18 硅胶柱色谱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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